
女同性恋、男同性恋、
双性恋、跨性别、间性以及酷儿
LGBTIQ+) 女性概况介绍

基本知识

LGBTIQ+ 女性常常会同时面对各种形式的暴力、污名和歧视，
它们可能与非LGBTIQ+ 女性面对的相似，也可能不同。她们可
能因为其女性身份以及她们的性取向、性别认同、表达或性特
征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。LGBTIQ+ 女性还常常因为其它特征
例如年龄、肤色、宗教、种族、国籍、移民身份和残障遭到歧视
和排斥。

捍卫LGBTIQ+女性的人权是争取女性权利运动的一部分。只
有将所有女性—包括LGBTIQ 女性—一并纳入广泛、互相联结
的女权主义人权运动，才能实现公正和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
目标。

刑事定罪

全球目前至少有42个国家仍将女性之间两厢情愿发生的同性关
系定为刑事犯罪，任意逮捕和拘留女同性恋者
(Lesbian）、双性恋（bi）和酷儿(queer)女性。有些国家的法律将
两厢情愿发生的同性关系、“变装”、性工作等刑罪化，并且言
词往往含糊不清，因此跨性别女性被定罪，并被任意逮捕和起
诉。

谁是LGBTIQ+女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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暴力、杀戮、
酷刑和虐待

尽管在有关暴力侵害和杀害 
LGBTIQ+女性方面的数据收集不够，
而且有很多漏报的情况，但现有证据
仍令人震惊。无论是在公共还是私人
场所，以及医疗机构、拘禁场所、人
道主义紧急情况下、武装冲突地区和
其他环境中，暴力事件时常发生。

政府机构中存在的暴力包括身体和
性暴力、骚扰、酷刑以及包括公开鞭
打在内的非人道和侮辱人格的行为。
暴力行为在家庭和当地社区中也很
普遍。

很多报告记录了女同性恋者如何成
为所谓的“矫正强奸”的对象。因为
被认为违反了性别和性规范，女同性
恋者受到其它形式的身体、言语和性
暴力的惩罚。在英国，21%的女同性
恋者曾经历过基于性取向的仇恨犯
罪。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也面临强
行受孕和硫酸袭击的高风险。
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，几乎一半的双
性恋女性报告曾被强奸，是其他女性

的三倍。她们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可
能性也是异性恋女性的两倍。75%的
人表示还遭遇过其它形式的性暴力。
在日本、马来西亚、巴基斯坦和菲律
宾的双性恋女性则表示性暴力和家
庭暴力是一个严重问题。

为了获得其性别在法律上的认可，跨
性别妇女经常被强迫或胁迫绝育以
及接受其它非自愿选择的医疗程序。
跨性别女性也面临着非常高比例的
暴力和谋杀，而有色人种和从事性工
作的跨性别女性尤其处于危险之中。
由于性别误判，这类事件仍常常被
严重漏报。根据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
会的记录，在 2013-2014年女同性恋、
男同性恋、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被杀事
件中，近一半是跨性别女性。

间性妇女和女童在儿童时期经常接
受医学上不必要和未经同意的手术
和医疗程序，由此可能遭受严重的长
期身心痛苦。具有间性特征的女孩还
有被杀害的风险，在东非、非洲南部
和南亚均有杀害间性婴儿的案例记
录。

针对LGBTIQ+女性的犯罪行为一般
很少受到惩罚。不仅执法过程中的
再次受害很常见，司法机构内对这些
女性的负面刻板印象也阻碍了她们诉
诸司法。而LGBTIQ+女性在试图进入
安全庇护所和获取暴力受害者/幸存
者支持时也受到排斥和歧视。

来自美国的研究表明，女同性恋和双
性恋女孩经常面临来自同学的性暴力
威胁。跨性别和非常规性别的学生
在上厕所时也容易遭遇身体或言语
上的欺凌，并且经常被禁止参加按性
别区分的课堂活动和体育活动。

无论是作为女性还是基于她们的性
取向、性别认同、性别表达和性特征
，LGBTIQ+ 女性面临很多仇恨言论
和暴力煽动行为。因为某些民众以及
政治、宗教和其他社群领袖的行为，
这一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和网络上长
期存在。很少有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并
解决这一问题，从而助长了针对 
LGBTIQ+ 妇女和女童尤其是女性人
权捍卫者的暴力和歧视。

歧视

LGBTIQ+女性在教育、就业、住房、
医疗保健、体育和寻求司法公正方面
饱受歧视。尽管如此，世界上只有三
分之一的国家保护人们免受基于性取
向的歧视，十分之一的国家保护跨性
别者不会因为性别认同而受到歧视，
不到二十分之一的国家保护间性者免
受歧视。

LGBTIQ+女性在工作场所也常常受
到歧视和骚扰。印度尼西亚的一项研
究显示，超过 80% 的受访者对女同
性恋老板或同事感到不自在。在欧洲
，66%的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受访
者表示不愿意在工作中公开她们的
性取向。类似的研究表明，跨性别女
性在工作场所面临严重的歧视和排
斥，以及明显更低的收入和高失业率
。

教育环境往往对LGBTIQ+女童充满
敌意和歧视。许多学校都有歧视性
的规章、制度、课程和教学内容。欧
盟的一项研究发现，80%的学龄儿童
曾听到有关的负面评论或看到针对
被视为女同性恋、男同性恋、双性恋
或跨性别同学的负面行为。韩国的一

项研究强调，教师和学生经常欺凌被
认为不是异性恋的学生。除了遭受霸
凌和骚扰之外，接受反复手术或医学
治疗的间性学生可能会因为漫长的康
复过程而旷课或辍学。因此
LGBTIQ+学生常常学业成绩不佳或
者中途辍学，而这一切又会对他们的
就业前景产生负面影响。

由于受到歧视，他们在寻找住所方面
也可能遇到很多困难。东非的一项研
究表明，女性因为其性取向、性别认
同或表达而被驱逐或拒绝住宿的现
象非常常见。一项由欧洲联盟基本权
利署发起的调查表明，在欧洲32%的
受调查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表示，
因为歧视她们很难找到住处。尼泊尔
的一项研究表明，跨性别女性更有可
能无家可归。由于经济不独立以及对
家庭和社群网络（但又往往对这一人
群充满敌意）的依赖，LGBTIQ+ 青
年很可能会无家可归。

LGBTIQ+女性在接受医疗服务时面
临歧视、污名和偏见。因为这些歧视
、污名化、暴力和偏见，女同性恋者
难以获得预防性癌症治疗，而跨性别
女性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，出现心理
健康状况问题并导致自杀，而且难以
获得医疗保险。在美国进行的一项研
究表明，24% 的跨性别女性报告说，
医生或医院拒绝为她们提供同等治
疗。间性女性无法获取高质量的医疗
服务，遭遇体制上的暴力并且无法获
取她们的医疗记录。有些情况下，医
疗保险还不涵盖可能挽救间性和跨
性别女性生命的医疗需求。

女同性恋、男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跨性
别和酷儿女性经常成为不道德的所谓
“转化疗法”的受害者，这一疗法试
图强行改变她们的性取向和性别认
同或表达方式，给她们造成巨大的身
心伤害。在2019年进行的一项全球研
究表明转换疗法普遍存在，有28%的
非洲受访者、26%的亚洲受访者和
20%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受访者
称这种疗法在当地非常常见。

跨性别妇女和女童在学校以及业余
和精英级别的体育运动中也面临种
种障碍，包括需要医疗或其他程序参
与，限制性别的体育法规、规则和做
法，霸凌以及限制其使用性别隔离的
浴室或更衣室。具有间性特征的女性
则因为体育管理机构的歧视性成员
资格规定被取消资格并遭到羞辱。这
些规定被用来针对女性，特别是有色
人种女性，因为她们被认为不符合某
些关于女性的刻板性别印象。

22%
全球目前仍有22%的国家将女性之间

两厢情愿发生的同性关系
定为刑事犯罪

联合国自由和平等



暴力、杀戮、
酷刑和虐待

尽管在有关暴力侵害和杀害 
LGBTIQ+女性方面的数据收集不够，
而且有很多漏报的情况，但现有证据
仍令人震惊。无论是在公共还是私人
场所，以及医疗机构、拘禁场所、人
道主义紧急情况下、武装冲突地区和
其他环境中，暴力事件时常发生。

政府机构中存在的暴力包括身体和
性暴力、骚扰、酷刑以及包括公开鞭
打在内的非人道和侮辱人格的行为。
暴力行为在家庭和当地社区中也很
普遍。

很多报告记录了女同性恋者如何成
为所谓的“矫正强奸”的对象。因为
被认为违反了性别和性规范，女同性
恋者受到其它形式的身体、言语和性
暴力的惩罚。在英国，21%的女同性
恋者曾经历过基于性取向的仇恨犯
罪。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也面临强
行受孕和硫酸袭击的高风险。
根据美国的一项研究，几乎一半的双
性恋女性报告曾被强奸，是其他女性

的三倍。她们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可
能性也是异性恋女性的两倍。75%的
人表示还遭遇过其它形式的性暴力。
在日本、马来西亚、巴基斯坦和菲律
宾的双性恋女性则表示性暴力和家
庭暴力是一个严重问题。

为了获得其性别在法律上的认可，跨
性别妇女经常被强迫或胁迫绝育以
及接受其它非自愿选择的医疗程序。
跨性别女性也面临着非常高比例的
暴力和谋杀，而有色人种和从事性工
作的跨性别女性尤其处于危险之中。
由于性别误判，这类事件仍常常被
严重漏报。根据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
会的记录，在 2013-2014年女同性恋、
男同性恋、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被杀事
件中，近一半是跨性别女性。

间性妇女和女童在儿童时期经常接
受医学上不必要和未经同意的手术
和医疗程序，由此可能遭受严重的长
期身心痛苦。具有间性特征的女孩还
有被杀害的风险，在东非、非洲南部
和南亚均有杀害间性婴儿的案例记
录。

针对LGBTIQ+女性的犯罪行为一般
很少受到惩罚。不仅执法过程中的
再次受害很常见，司法机构内对这些
女性的负面刻板印象也阻碍了她们诉
诸司法。而LGBTIQ+女性在试图进入
安全庇护所和获取暴力受害者/幸存
者支持时也受到排斥和歧视。

来自美国的研究表明，女同性恋和双
性恋女孩经常面临来自同学的性暴力
威胁。跨性别和非常规性别的学生
在上厕所时也容易遭遇身体或言语
上的欺凌，并且经常被禁止参加按性
别区分的课堂活动和体育活动。

无论是作为女性还是基于她们的性
取向、性别认同、性别表达和性特征
，LGBTIQ+ 女性面临很多仇恨言论
和暴力煽动行为。因为某些民众以及
政治、宗教和其他社群领袖的行为，
这一情况在实际生活中和网络上长
期存在。很少有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并
解决这一问题，从而助长了针对 
LGBTIQ+ 妇女和女童尤其是女性人
权捍卫者的暴力和歧视。

歧视

LGBTIQ+女性在教育、就业、住房、
医疗保健、体育和寻求司法公正方面
饱受歧视。尽管如此，世界上只有三
分之一的国家保护人们免受基于性取
向的歧视，十分之一的国家保护跨性
别者不会因为性别认同而受到歧视，
不到二十分之一的国家保护间性者免
受歧视。

LGBTIQ+女性在工作场所也常常受
到歧视和骚扰。印度尼西亚的一项研
究显示，超过 80% 的受访者对女同
性恋老板或同事感到不自在。在欧洲
，66%的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受访
者表示不愿意在工作中公开她们的
性取向。类似的研究表明，跨性别女
性在工作场所面临严重的歧视和排
斥，以及明显更低的收入和高失业率
。

教育环境往往对LGBTIQ+女童充满
敌意和歧视。许多学校都有歧视性
的规章、制度、课程和教学内容。欧
盟的一项研究发现，80%的学龄儿童
曾听到有关的负面评论或看到针对
被视为女同性恋、男同性恋、双性恋
或跨性别同学的负面行为。韩国的一

项研究强调，教师和学生经常欺凌被
认为不是异性恋的学生。除了遭受霸
凌和骚扰之外，接受反复手术或医学
治疗的间性学生可能会因为漫长的康
复过程而旷课或辍学。因此
LGBTIQ+学生常常学业成绩不佳或
者中途辍学，而这一切又会对他们的
就业前景产生负面影响。

由于受到歧视，他们在寻找住所方面
也可能遇到很多困难。东非的一项研
究表明，女性因为其性取向、性别认
同或表达而被驱逐或拒绝住宿的现
象非常常见。一项由欧洲联盟基本权
利署发起的调查表明，在欧洲32%的
受调查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表示，
因为歧视她们很难找到住处。尼泊尔
的一项研究表明，跨性别女性更有可
能无家可归。由于经济不独立以及对
家庭和社群网络（但又往往对这一人
群充满敌意）的依赖，LGBTIQ+ 青
年很可能会无家可归。

LGBTIQ+女性在接受医疗服务时面
临歧视、污名和偏见。因为这些歧视
、污名化、暴力和偏见，女同性恋者
难以获得预防性癌症治疗，而跨性别
女性更容易感染艾滋病毒，出现心理
健康状况问题并导致自杀，而且难以
获得医疗保险。在美国进行的一项研
究表明，24% 的跨性别女性报告说，
医生或医院拒绝为她们提供同等治
疗。间性女性无法获取高质量的医疗
服务，遭遇体制上的暴力并且无法获
取她们的医疗记录。有些情况下，医
疗保险还不涵盖可能挽救间性和跨
性别女性生命的医疗需求。

女同性恋、男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跨性
别和酷儿女性经常成为不道德的所谓
“转化疗法”的受害者，这一疗法试
图强行改变她们的性取向和性别认
同或表达方式，给她们造成巨大的身
心伤害。在2019年进行的一项全球研
究表明转换疗法普遍存在，有28%的
非洲受访者、26%的亚洲受访者和
20%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受访者
称这种疗法在当地非常常见。

跨性别妇女和女童在学校以及业余
和精英级别的体育运动中也面临种
种障碍，包括需要医疗或其他程序参
与，限制性别的体育法规、规则和做
法，霸凌以及限制其使用性别隔离的
浴室或更衣室。具有间性特征的女性
则因为体育管理机构的歧视性成员
资格规定被取消资格并遭到羞辱。这
些规定被用来针对女性，特别是有色
人种女性，因为她们被认为不符合某
些关于女性的刻板性别印象。

 

联合国自由和平等

只有十分之一的国家保
护跨性别者免受歧视

不到二十分之一的国家
保护间性者免受歧视

 

行动起来！

了解 LGBTIQ+ 妇女和女童的经历以及她们面对的
具体问题和担忧。

确保您和您周围的人对关于LGBTIQ+女性以及一
般女性的刻板性别印象和污名化持零容忍态度。

积极发声并举报针对LGBTIQ+女性的暴力和歧视
事件。

尊重他人的隐私，不预设他人的性取向、性别认
同或表达和性特征。

与您的朋友和社交网络分享我们的在线和社交媒
体内容。

表扬和肯定您社群中的LGBTIQ+女性，支持当地
的LGBTIQ+女性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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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应当

采取措施以保护所有妇女免受暴力和歧视
无论其性取向、性别认同和性特征如何。

对针对LGBTIQ+女性及其维权者的暴力和歧视行为进
行调查、起诉和补救，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。

确保LGBTIQ+女性暴力幸存者能够获得包容和非歧视
的庇护所和支持。

废除将自愿同性行为和跨性别女性定为犯罪的法律以及
其他包括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或表达来逮捕、
惩罚、拘留、骚扰或歧视女性和一般人的法律。

禁止基于性取向、性别认同或表达以及性特征的歧视，
并在教育、医疗、就业、住房和公共服务等各领域实施
包括LGBTIQ+女性在内的反歧视政策。

在如何让LGBTIQ+女性享有尊严并受到尊重，如何为
她们提供有效保护和获取救助，以及如何破除刻板的性
别观念和偏见方面，培训执法和司法人员。

开展公共教育活动，从根源上消除对LGBTIQ+女性的
暴力和歧视，包括消极和有害的性别规范和观念。

制定针对基于性取向、性别认同和性特征的仇恨言论和
仇恨犯罪的法律和政策。

确保每个人——包括跨性别女性——能够获得基于自我
认同的性别身份在法律上的认可，并且行政程序简单，
无需诸如医疗证明、诊断、治疗、手术或离婚等侮辱性
的先决条件。

确保间性者——包括间性女性——能够通过便利的程序
，没有侮辱性的要求，在自决的基础上修改官方文件上
的自己的性和/或性别标识。

根据LGBTIQ+女性的具体健康需求对医疗保健提供者进
行宣传和教育，并确保LGBTIQ+女性能够获得安全、非
歧视性的医疗服务，解决她们的具体问题，包括性生殖
健康和权利。

提供基于人权的包括LGBTIQ+女性在内的广泛性别和性
教育。

禁止对间性儿童（包括具有间性特征的女童）的性特征
进行医学上不必要的手术和干预，保护她们的身体完整
性并尊重她们的自主权。

保护并促进 LGBTIQ+女性的言论自由、和平集会和结
社自由。

支持LGBTIQ+女性组织，确保她们参与影响其权利的立
法和政策决策，包括在性别平等和赋予女性权力方面。

支持对LGBTIQ+女性状况，包括有关贫困、就业、住房
、健康、教育、体育、移民和获取公共服务方面的安全
分类数据收集。

联合国自由和平等


